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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住院医师病历书写规范化培训探索
张倩

董恺 丁建平

【摘要】 病历书写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基础。掌握神经内科疾病的病历书写和诊疗思路是住
院医师必经的临床训练。结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对住院医师培训的实践和经验，我们认为
病历书写从基础到专病，从集中到个体化循序渐进的培训和考核、监控方法，有助于神经内科医师临床
思维能力培养和临床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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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要成长为一名合格的
医生，必须通过严格的临床实践。住院医师培训分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3 年，主要进行基础培训，轮
转二级学科、相关辅助科室和专业科室；学习有关基
础理论知识，接受临床基本技能训练。第二阶段为
2 年，主要以加强本专业临床理论和技能的专业培
训。在第一阶段培训中病历书写是住院医师培训
的最基础技能。病历是记载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
的诊疗记录，也是医疗、教学和临床研究工作的基
础。特别是如今患者及家属维权意识逐步增强，涉
及医疗的诉讼案件逐年递增，作为直接的依据或证
据，在整个涉医案件审理过程中，病历起到了举足轻
重的作用［1］。
目前对病历书写要求不仅要符合国家卫生计生
委颁发的《病历书写基本规范》，更要符合我国的《医
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条文，在书写病历的过程中要
做到及时、准确、规范、合法，真实反映患者发病、病
程演变过程及治疗结果等情况［2］。现将首都医科大
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住院医师第一阶段病历书写培
训情况总结如下。
1 住院医师病历培训内容
1.1 基础病历书写培训 住院医师临床技能的培
训是住院医师培训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为确保临床
实践完整，神经内科住院医师的培训需要广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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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在此过程中注重培养神经内科住院医师良好
的临床思维能力以及过硬的临床知识和技能，而病
历书写是培训的基础。培训内容包括病历首页的填
写、入院病历、首次病程、日常病程记录、知情同意、
上级医师查房记录、出院 / 死亡记录、辅助检查报告、
交代病情记录等书写原则及应该描述、记录的信息。
宣讲病案管理的规章制度。强调病案是法律文书的
概念，每位医师必须认真对待病历书写。
1.2 专病病历书写培训 神经内科分为不同的专
病 ( 脑血管病、神经肌肉病、变性病、脱髓鞘病、运动
障碍性病等 )，其病历的书写有各个专病的特点和特
色。例如脑血管病，针对脑血管病的特点，绿色通
道、单病种等的要求，制定特定的书写要求。急诊溶
栓病历重点描述发病时间的准确时刻、就诊评估的
时刻、溶栓药物应用及结束时刻，同时需描述血管
病规范性治疗的实施情况，完成脑血管病病情评价
的各种量表评分，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NIHSS)、改良 Rankin 量表 (mRS)、洼田饮水试验、格
拉斯哥昏迷评分 (GCS) 等，这些在病历中都要充分体
现。再例如针对运动障碍病中的帕金森病，在病历
书写中除了基本病历要求外，还应根据其疾病的特
点，描述运动障碍的具体表现包括手指拍打运动、脚
趾拍地运动等，智力方面的检查包括帕金森综合评
分量表 (UPDRS Ⅲ )、简易精神状态检查 (MMSE)、全
面衰退量表 (GDS) 等评分也应在病历中描述。
2 住院医师培训方法及模式
2.1 集中授课 人员包括每年参加规培的住院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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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进修医师和临床型博硕研究生。每年定期开课，
在科领导的指导下，专人负责。比如病历首页的填
写，应按项目及要求顺序规范填写。关于诊断方面，
尤其是“主要诊断”，其定义是指经研究确定的导致
患者本次住院就医主要原因的疾病 ( 或健康状况 )。
一般应该是消耗医疗资源最多、对患者健康危害最
大及住院时间最长的疾病。主要诊断一定要注意
遵循以上原则。例如：我科一患者主因“间断头晕
19 d，突发意识不清 9 d”以“急性脑梗死”入院 5 d
后死亡。首页填写为：1. 脑疝；2. 脑梗死 ( 双侧小脑、
双侧丘脑 )，那么这份病历的首页选择“脑疝”作为
主要诊断不妥。住院期间主要治疗脑梗死，故应选
择“脑梗死”作为主要诊断。另外，首次病程是医
师临床综合能力的体现，反映临床基础的掌握情况
和临床思维分析能力。应当在患者入院 8 h 内完成。
首次病程记录的内容包括病例特点、拟诊讨论 ( 诊断
依据及鉴别诊断 )、诊疗计划等。
神经科病历书写有着最独特的不同于其他专业
的一点，那就是包括定位诊断和定性诊断两部分。
第一部分先定位诊断，是根据疾病所表现的神经系
统症状和体征，结合神经解剖、神经生理和神经病
理、神经影像等方面的知识，综合分析确定神经系统
病变所在的部位。第二部分是定性诊断，是建立在
定位诊断的基础上，根据年龄、性别、病史等特点及
各种辅助检查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推理判断。
2.2 教学查房 每周一次，内容针对医师入科后书
写病历经常出现的错误或掌握欠缺的地方进行重点
讲解。实行面对面教学，随时抽取网上运行病历和
终末病历，带领组内住院医师分析所写病历优点及
不足，需要完善的内容，大家评判、补充，上级医师
进行总结，并给予明确的指导，提出此份病历的缺
陷，及时修改意见。共同问题再集中住院医师集体
强调讲解，使医师在临床书写病历工作中避免发生
类似的问题。
2.3 全科病历点评 科里定期抽查住院医师书写的
运行病历，进行全科点评。参加人员包括科主任、副
主任、全体不同级别带教医师及全体住院医师。主
要点评从病历主诉、现病史病程发生发展过程的描
述、病例特点、定位定性诊断、诊疗措施等进行全面
点评，找出不足，提出修改意见。通过点评过程，使
住院医师充分认识到书写病历中存在的问题，从而
提高住院医师书写病历及分析病历的水平，以期提
高病历的质量。
3 住院医师病历培训监管及考核
3.1 加强住院医师培训质量的监督 定期进行病历
考核。认真批改每一份试卷，打分，评出优秀和不合

格病历。并将容易出现缺陷的地方总结和讲评。对
于优秀病历书写者给予表扬，而对于不合格的病例
进行个别指导。将培训考核内容记录在册。考核病
历的方法：住院医师在轮转期间，严格出组考试制
度，每个诊疗专业组轮转结束后，进行理论、基本技
能和临床病例分析 3 部分考核。培训考核包括科内
出科考核 ( 每年 4 次 ) 和教育处统一考核。内容分为
理论考核和技能考核，其中病历书写必不可少。考
核结果随时反馈，教师及时发现薄弱环节，调整培训
重点。确保参与培训的住院医师，无论学历还是来
自医院等级的不同，在第一阶段培训后均达到三年
住院医师的水平。
3.2 医院病案质量控制中心进行病历考核 由医
院医务处联合病案室病历质控中心定期对运行和终
末病历抽查考核。神经内科每月出院约 500 份病历
中，一般抽查 10%~20% 考核。对病历分项打分，指
出病历书写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意见，而且制定惩罚
制度，监控病历的完整性。医务处直接将所反馈的
问题下发相应科室，科领导及时进行病历通报，住
院医师修正及整改。通过医务处反馈的数据显示：
2012~2016 年神经内科病历检查评分依次为 92.13，
93.24，94.05，96.58，97.26 分，整体病历书写质量在
提高。这一进步与我科目前采取的病历严格培训方
式密不可分。
总之，病历书写是每一位住院医师的基本功，是
一种综合素质的体现。我们科病历书写质量逐年进
步，与我们改进培训模式相关。增加培训及监管环
节，科核心组重视，课内专人负责，责任到人，基础
和专科病历相结合培训等方法。通过对住院医生病
历书写培训和考核，目的在于增加住院医师对规范
化病历书写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提高住院医师
的法律意识，将病历书写的重要性由感性上升到理
［3］
性 。住院医师病历书写技能的训练是理论联系实
际的需要，是培养住院医师疾病诊断、鉴别诊断能力
的需要，是养成科学的逻辑思维路径的需要，是成为
合格执业医师必备的基本条件。规范神经内科疾病
的病历书写，有助于临床医师临床思维能力培养和
临床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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